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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暑假啦！不过我在美国的表弟表妹却比上
学的时候还要忙，因为姨妈很早就为他们报名了各
种有针对性的实验室实习、义工服务、社区演出。
这都是为了上常青藤大学攒资历。与之类似，我在
国内的朋友也埋头在一摞摞宣传广告中为自己的孩
子筛选比较各种培训课和特长班。看着大家在盛夏
里的各种忙碌，我真想为暑假打抱不平地说一句：
这么好的太阳，就该痛快玩呀！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呦！和华裔家长焦虑
于如何锻造孩子四通八达的才艺相反，当下英国的
学者和社区工作者最担心的是英国少年玩的时间和
场所都不够，万一这一代人患上“玩耍缺乏症”怎
么办？尤其是受 2008年经济萧条的冲击，英国全国
有近 50个孩童的户外活动场地被关了，当地政府在
儿童娱乐方面的拨款缩水了三成，而1/5的地区政府
已无力雇佣全职少年活动人员。这让英国有的学者
忧心忡忡。在英美社会和心理研究里，“玩”很重
要，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学”还要重要。因为
情感控制、社交能力、性格弹性、好奇心等人格特

性其实都是在孩
子和小伙伴们的
疯跑打闹中塑造
的。比如充分的
玩耍会帮助青少
年平衡心境，增
强认知能力，还
会有效抑制破坏
性社会行为的习

惯。总之，套用一句我们更为熟悉的“喜欢音乐的
没有坏小孩”，在英美学界看来，“喜欢做游戏的没
有坏小孩”。

当然，除了家门口的嬉闹，游玩与开阔眼界也
很重要。记得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 学习的
第一年，暑假前夕，教授在课上半神秘地跟我们调
侃说：“我想你们都即将开启在我校学习的最精彩的
学习阶段，因为你们马上就要领会到LSE这几个字的
真谛啦 —— Let’s See Europe （让我们游览欧洲
吧）！”全班会心大笑。

我曾经在网上被问及，如果我是家长，会不会
让小朋友参加为期2-3周、以名校参观为主的暑期国
际夏令营？我说我不会，因为回想在我满脑子只有

“机器猫”和“超级玛丽”的年纪，我是不会懂得大
学和大学之间有什么区别的，不过都是一堆大房
子，里面很多老爷爷，有的和蔼，有的不和蔼而
已。各大学府就摆在那儿，等小朋友 18岁以后有的
是时间自己和朋友背包去走访。

我想如果我是家长，要攒钱让小朋友看世界，
与其巡游世界名校，我更乐于带小朋友做两件事
情：第一，去边远乡下或学校不愿意承担风险但值
得游历的地方，小朋友才会知道世界上不光有繁华
和安全的地方，还有宁静和历险。第二，去世界各
大美术馆巡礼，讲老师不会讲的野史八卦，小朋友
才会知道粗俗也可以是高雅的，高雅的也可以是有
趣的，有趣的也可以是错误的，错误的也可以是美
丽的。与其把小朋友送进各种课堂，不如引导他们
如何玩得痛快明白。 （寄自英国）

学校资源

1、职业中心
美国几乎所有大学都设有职业中

心。职业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发布有关实习
和工作的最新消息、修改简历、模拟面试。部分

学院还设有各自的职业中心，发布与本学院专业相
关的实习信息。由于这些实习岗位针对性强，公司意

愿明显，学生投简历的命中率比较高。
所以，有意向在美国实习和工作的同学在进学校时

千万要记得关注职业中心的网站并且了解订阅定期职业
信息的方式。

2、课程项目
部分专业需要一定的实习时间才能结业，比如新闻、

金融等。学校和任课老师往往愿意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学
生可以向专业老师提出要求，或注意校方的相关信息。

除此之外，本科生可以选择专业相关的题目与研究生、教
授一起做研究，这也可算作实习并得到一定的学分与工资。

3、校园招聘
宣讲会或校园招聘是一个发展关系、获得实习资格的

好机会。如果对相关公司感兴趣，不妨提前查阅这一公司
的资料，找机会与负责人聊一聊，尽量呈现自己与公司的
相关点。走的时候不要忘记留下简历，带走名片，并在
背后写上谈话细节，回家发感谢邮件。

通常公司都会要求你回去网申，但如果能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并在简历上作了标记的，拿到面试的机会
会大很多。

4、社团组织
许多学校都设有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本

着为中国学生服务的原则，这一机构除了举
办活动促进大家的友谊外，也会不时发送

跟职业相关的信息。在一些将中国学生
学者联合会办得比较成熟的学校

中，还特别设有“职业规划”部
门，不定期请职场专家

来做讲座。

人际资源

1、校友资源/朋友圈
大多数人都乐意为自己的校友、朋友

找实习机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多参加聚
会，让周边的人知道“我需要实习机会”。知道
的人多了，机会也就相对大了。

如果同学做过某家公司的实习生，可以参考他
们的面试细节、工作内容以及得到一些有用的联系方
式。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能是你未来的同事、合作伙
伴，保持良好的关系自然有利无害。

2、学校教授
学校教授的手上往往有许多不错的实习资源。所以，

跟教授打好交道当然非常必要了。除却在课堂上积极发
言，认真完成作业外，也需要在课后与教授多多互动。这样
一来，不仅会加深教授对你的印象，也能使他真正了解你的
性格与优势。

网络资源

1、综合性的招聘门户网站
可以在 monsters.com、indeed.com （大型综合招聘网

站）之类的网站上进行搜索，很可能会找到一些不错的实
习机会。另外，学会用salary.com（美国知名薪金网站）
等了解公司评价和收入水平。

2、社交网络
许多知名企业如星巴克、花旗银行等通过推特

和脸谱发布自己的招聘启事，并同应聘者展开互
动。在所有社会化网站中，LinkedIn （一个全球
性职业社交网站） 是最专注于职业的，很多
大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每天会花一些时间
看 LinkedIn。LinkedIn一个有用的特征是
它可以告诉你某个人与你处于何种程
度的联系，这意味着你可以让某
个能够联系的中间人为你介
绍。

（冯琦婧整理）

僧多粥少 文科难找

“理工科学生的实习机会挺多的。”在美
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求学的中国留学生
珍妮说道。今年暑假，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她
放弃了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而是通过校
招在西雅图找了一家互联网技术公司开始实
习。

珍妮身边有不少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和
她一样，都努力地在美国找实习工作。在她
看来，中国留学生的理工科基础相对较好，
其解题能力在国内上学阶段就得到了良好的
训练，因此，理工科留学生在国外找实习工
作时比较有优势。

而文科留学生在海外找实习工作则相对
较难。“前程无忧”的人力资源分析员陈女
士告诉笔者，如今，商科、传媒等非技术性
的热门专业就读人数多，但实习岗位相对偏
少。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文科留
学生们要想获得实习机会自然就难了。

外语欠佳 障碍最大

笔者采访了多名有海外实习经历的留学
生，其中多数人认为，语言是阻碍留学生顺
利获得海外实习机会的最大障碍。

珍妮根据自己的观察发现，中国留学生
在海外找实习工作的过程中，语言表达能力
欠佳经常让他们错失实习的良机。而在这一
点上，文理科学生一样要接受考验。对理工
科学生而言，技术性面试主要考查的是解题
思路的表达能力。虽然中国留学生解题能力
都不差，但有些人较差的语言表达能力往往
在面试的时候把他们挡在了实习的门外。

启德教育集团的英国莱斯特大学中国招
生代表王颖也认为，多数中国留学生的外语
表达能力无法和本地人媲美，因而在找实习
工作的过程中，语言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障

碍。
即便获得了实习机会，语言的问题还是

会在工作中体现出来。中国女孩刘雨静去年
从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后，成
功申请到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传播管理专
业读研究生。今年，她凭借精通中文、英
语、日语三种语言的优势，拿到了一个实习
机会。尽管英语口语对于刘雨静而言早已不
是问题，但她坦承，实习时跟美国当地人交
流，还是会有语言上的障碍。

文化差异 难以回避

留学生在海外实习，往往会因文化背景
的差异而遭遇尴尬局面。苗瑞就曾因为这个
原因遭到了实习导师的严厉批评。

这位中国女孩在美国天普大学读书期
间，利用课余时间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实
习。在一次提供自助餐的记者招待会上，饥
肠辘辘的她吃了一点东西，回来后就被导师
痛骂。她这才知道，在美国，记者不能收受
采访对象的任何东西。她的导师在做记者的
二十多年来甚至没有喝过采访对象的一杯
水。

苗瑞说：“因为并非土生土长的美国
人，自己对美国文化背景知识了解很少。但
这些知识在新闻实践中经常要用到，如果不
懂美国当地的政治体制和社保体系，采访别
人就会有困难。”而那些知识在新闻学的课
堂上是学不到的，需要留学生们自己花时间
去了解。

在英国莱斯特大学美术馆专业攻读博士
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史珊珊，曾在英国苏格
兰的格拉斯哥现代美术馆实习。她也陷入
了因语言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尴尬。有时在
实习中与当地人交谈，她觉得听懂了对方
的话，但实际上因对方表达得比较客气，
导致她并没有准确理会其意图，从而耽误
了工作。

一桌一椅一世界一桌一椅一世界

海外实习向就业看齐
林桂桢 孙彤昕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现在留学生很多，单有文凭而没有工作经历就难以把自己和别
人区分开。在国外实习可以让留学经历多一些亮点。漂亮的简历对
找工作和继续在国外申请研究生都有优势。”珍妮坦言，自己在海外
实习是为了给将来的就业和继续深造打基础。另一方面，她也想通
过工作的交流和团队合作来继续锻炼口语。

像珍妮这样的留学生还有很多，他们纷纷选择在海外实习，是
为了给自己的经历加一些亮点，提高就业竞争力。

有些留学生认为，相较于国内，国外的实习经历含金量更高。
在洛杉矶实习之前，刘雨静在国内有过一次实习经历，她认为：“在
美国实习时压力更大，也就会更加努力工作。在国外实习更能够培
养团队合作能力和领导力。”她观察到，很多留学生都会在上学的国
家找实习工作。因为这里的研究生更注重应用而不是学术，如果没
有在当地的实习经历，将来就难以就地找到工作。

“前程无忧”人力资源分析员陈女士指出，当前一些院校的教育
和就业脱轨，学生步入职场后往往很难马上上手。如果在工作前通
过实习提前感受职场氛围，以后就能够更容易融入工作环境中。许
多雇主在招聘时也更青睐有海外实习经历的留学生。曾就读于美国
天普大学的传媒专业的王同学，留学期间在当地媒体实习了一年，
毕业回国后顺利地通过应聘获得了一个国家级媒体的就业机会。

此外，多数企业里的实习岗位有转正的机会。通常情况下，企
业是很愿意给表现优异的实习生一个正式岗位的，因为这可以节省
不少的培训成本。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女孩安妮毕业前获得了一个英
国公司的实习机会。在公司里，她勤奋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也积
极地融入团队里。凭借自身的努力，她的表现获得了领导的认可。
在实习期快结束时，她主动跟公司里的领导交流，询问是否可以留
在公司工作，并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研究生学制一般为一年，目前多数学生
交完论文后没有实习便开始找工作。为此，启德教育集团英国莱
斯特大学的中国招生代表王颖建议，如果学生打算在英国实习就
业，要从入学开始就留意各类平台上的实习信息，广交朋友，为
未来实习积累人脉。此外，还要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以此提升
竞争力。

“留学生”好做“实习生”难当
林桂桢 孙彤昕

日前，国内人力资源服务商
“前程无忧”针对海外留学生的就业
情况进行了调查，在受访的2098名
中国留学生中，53.9%的人拥有海外
实习经历，该数据的发布引发了公
众对留学生海外实习话题的关注。

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的学生
数量年年攀升。学习之余，越来越
多的海外学子在留学国家寻求实习
机会，希望以此来检验学习成果、
锻炼自身能力，为简历添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但是，对留学生来说，
想要在外国争取到一份不错的实习
工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此外，
在实习过程中，他们也会遇到很多
问题。

加拿大是一个提供带薪实习课程的国家。启德教育集
团北京分公司加拿大项目主管李月家介绍说，带薪实习课
程的实习内容涵盖在课程里，学校会推荐学生到有合作项
目的企业实习。因此，修读该类课程的学生的实习率能达到
95%。此外，由于加拿大对实习生的需求比较大，没有修读该
类课程的学生自己联系企业获得实习机会的几率也能达到
80%。

法国的院校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立的综合类大学，另
一类则是高等商学院。据启德教育集团的法国留学顾问白
丽莎介绍，目前，法国当地共有200多所高
等商学院。商学院和企业的合作项目较
多，能够获得更多的实习机会，因此，高
等商学院学生的实习率要高于综合类大学。

（冯琦婧 林桂桢整理）

部分国家实习岗位向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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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了 就痛快玩吧！
张悦悦


